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踩踏草坪要罚钱了？ 日前，记者从市城管

局获悉， 该局根据 《 江西省城市绿化管理办

法》 ，对两名随意踩踏草坪者开出了罚单。

10

月

26

日上午， 饶城紫阳南大道上，城

管执法人员在巡查中发现有市民为图方便，

横穿道路中央的绿化带，踩踏草坪。 执法人员

随即对该市民进行了批评教育， 责令其停止

破坏公共绿地草坪， 并依法处以罚款

50

元。

没过一会儿， 又有市民曾某从同一地点横穿

绿化带踩踏草坪。 执法人员发现后，同样对其

进行了批评教育，并对其处以罚款

50

元。 曾

某告诉执法人员， 原本只是觉得从绿化带抄

近路更方便， 并没有想到这种行为是违法行

为，以后一定会遵守规定。

文明无小事，细节显高低。 采访中，市城管

局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根据《 江西省城市绿

化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损坏护树桩架，

踩踏绿篱、 花坛和封闭管理的草坪由城市绿化

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侵害，赔偿损失，并可处

以

10

元至

100

的罚款。 除此之外，根据相关规

定， 上述不文明违法行为及当事人信息将在微

信、网站、报纸、电视、

LED

显示屏等媒体公开曝

光，并向当事人所在单位、社区或家庭通报。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 随意横穿绿化带踩

踏草坪的人大多明知道踩踏是不文明的行为，

但为了少走路还是做了； 但也有少数人是无意

识的，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有什么不对，见到别

人走自己也跟着走了。“ 对踩踏草坪等绿化行为

进行处罚，并不是目的所在，我们希望通过‘ 罚

教结合’进一步加强公共绿化管理，提升市民的

文明素质。 ”该工作人员介绍，今年截至

9

月底，

他们共处罚各类不文明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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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希

望广大市民爱护城市公共绿化带， 不要为了贪

图方便以身试险。 ”

“双十一”遇到糟心事咋办？ 消协教你维权

本报记者 郑欢

踩踏草坪横穿绿化带 饶城两人被罚 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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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人可享受就业创业培训补贴？

社区防控：筑牢群众的“安全堡垒”

见习记者 朱宇庆 记者 吴卫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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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

小时折上折、直播间抢购买一送一、付定金

再减

20

元……又是一年“ 双

11

”，各大电商平台促销

活动五花八门，吸引消费者购物。 那么，消费者因网

络促销中的违法行为遭遇损害如何维权？ 近日，记者

采访了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曹晖。

“ 根据往年的经验，‘ 双十一’过后一段时间里，是

网购投诉高峰期。 ”曹晖提醒广大消费者在网购时，

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不要轻易登录陌生网站，

避免点击不明链接。 其次，不要被个别网店过于低廉

的商品价格所吸引，注意识别假冒名牌，避免低价陷

阱。 最后最关键的是，要注意保存网上商品的图片和

介绍，保留聊天记录、交易记录、网页截图、订单信息

等资料，以免出现问题投诉时无据可依。

那么，消费者发现网购商品有问题，商家又不

想承担责任，怎么办？ 曹晖表示，消费者可向网购

交易平台提供假冒伪劣产品照片、 聊天记录、交

易记录等相关记录，进行投诉或举报。 即使店家

消失无踪或者无法联系， 如果网购平台不能提

供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

方式的，也要承担赔偿责任。 除此之外，与普通商品

一样 ， 网上购物的商品发生消费纠纷 ， 也可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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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向消费者协会投诉， 同样消费者也应保存

好购物凭证等证据。

曹晖表示， 如果网购商品是在寄送环节出了问

题，并非商家有意欺骗，商品受损应该由快递公司承

担责任，这时应及时与快递公司进行协商。 如果对处

理结果不满意，可以上国家邮政局网站进行申诉。 当

欺骗情节严重，涉及金额较多时，则需要及时向公安

部门报案，请求公安部门介入，不仅可避免更多消费

者上当受骗，也可为自己争取减少财产损失的可能。

市民在网上挑选心仪商品

市民横穿绿化带踩踏草坪

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也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最有效的防线。面对复杂

严峻的疫情形势，信州区各个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志愿者在各街道社区党组织的带领

下，持续坚守奋战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挺身在前、主动作为、无私奉献，齐心协力快速

切断疫情传播链条，众志成城全力守护居民群众安全，用自己的担当和奉献，共同筑牢

群众的“安全堡垒”。

祝家巷社区工作人员为海德文景苑居民分拣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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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王先生： 请问哪些人可以享受就业

创业培训补贴待遇？ 补贴标准是什么？

市人社局：就业创业培训补贴范围为：城

乡贫困劳动力、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

(

含技

师学院高级工班、 预备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

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

)

、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

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

登记失业人员。职业培训补贴根据培训工种、

技术等级、培训时间、培训项目等内容在

500

元一

6000

元

/

人范围以内确定。 城乡贫困劳

动力、 登记失业人员中的就业困难人员参加

职业培训的，培训期间享受生活费补贴，补贴

标准为每人每天

30

元， 最长不超过

6

个月。

参加劳动预备制培训的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

届初高中毕业生中的农村学员和城市低保家

庭学员，生活费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

200

元

(

不足半个月的按半个月发放，超过半个月不

足一个月的按一个月发放

)

。 生活费补贴随职

业培训补贴一并申请， 自然年度内每人可享

受一次。

（ 记者 郑欢 整理）

辞 职 后 如 何 提 取 公 积 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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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龚女士：上个月我已从公司辞职，请

问我的公积金是否可以提取，如果能提取，应

如何办理？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公积金缴存职

工与所在单位终止劳动关系且无未结清公积

金贷款的，待账户封存

6

个月以上后，可凭提

取人身份证、 提取人在委托银行开户的银行

卡或存折、 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证明前往我

中心或市人民政府行政服务中心住房公积金

分中心提取公积金。

（ 记者 郑欢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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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雷先生： 请问车辆购置税申报需要

提交哪些材料？

市税务局：在我国境内购置汽车、有轨电

车、汽车挂车、排气量超过

150

毫升的摩托

车的单位和个人，为车辆购置税的纳税人 ，

自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

60

日内办理车辆

购置税申报。 车辆购置税实行一次性征收。

购置已征车辆购置税的车辆 ， 不再征收车

辆购置税。 车辆购置税实行一车一申报制

度。 如需办理申报相关业务，可提交以下材

料：（ 一）纳税人身份证明；（ 二）车辆价格证

明；（ 三）车辆合格证明；（ 四）税务机关要求

提供的其他资料。（ 五）如是设有固定装置的

免税车辆需提供五寸彩照。

（ 记者 郑欢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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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涂女士： 我的户籍是鄱阳县乐丰

镇，因长期在深圳工作，准备落户深圳，但因

为自身原因不方便回家办理户口迁出手续，

请问是否可以家人代办？

鄱阳县公安局：原则上需要业务办理人

带好户口簿原件及准迁证到派出所办理迁

移业务，派出所受理迁移业务后会在当日

申报并开具迁移证 ，再由办理人带好迁移

证到迁入地办理，如办理人不方便可委托

户主带好户口簿原件及准迁证到派出所进

行办理。

（ 记者 郑欢 整理）

车 辆 购 置 税 申 报 需 要

提 交 哪 些 材 料 ？

户口迁移家人是否可以代办 ？

连续奋战始终坚守战疫一线

“ 您好，我是北门街道广平社区疫情

防控排查组工作人员， 现有疫情防控相

关情况需要找您核实。 ”“ 请问您近期有

无去过铅山、葛仙村

?

”“ 您慢慢想，不要

着急。 ”……

为应对此次疫情， 北门街道各社区

干部全体周末停休，连夜坚守办公，拨打

电话、核实数据，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并

动态更新， 倾力做好流调工作全心助力

疫情防控。北门街道各社区

24

小时值班

在岗， 严格做好疫情防控， 落实值班带

班、领导干部在岗在位等制度，加强疫情

监控， 着力摸清重点人员底数， 分包负

责 、盯死看牢 ，把早发现 、早报告 、早隔

离、早治疗落到实处，确保疫情防控有力

有序推进，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

水南街道金山社区的网格员徐晓妹

是一名共产党员， 同时也是一名有着

7

个月身孕的准妈妈。作为一名准妈妈，她

从来不娇气，也不搞特殊。从接到疫情防

控的任务开始，她同社区干部一起上班、

下班， 加班， 即使有时候加班到凌晨一

点，她也从无怨言。在通知社区居民接种

疫苗期间， 她每天打电话耐心劝导居民

接种疫苗，一坐就是一天，由于孕晚期长

时间坐着会出现腰酸脚肿等症状， 她也

只是稍许缓解后便继续坚守在岗位上。

她负责疫情防控统计工作、信息上报，为

了掌握返饶人员信息， 她为每个返饶人

员建立了档案，力求把工作做实做细。当

看到不清楚、有疑问的人员信息时，她便

拿起电话逐一询问情况， 面对长时间的

电脑辐射和较大的工作量，她从不懈怠。

北门街道紫阳社区对辖区内居民小区

实行从严管理， 每个小区只设立一个出入

口，做好“ 二码联查”测量体温等疫情防控

工作，防止疫情蔓延。社区党委书记万燕带

领社区干部和物业管理人员日夜坚守在工

作岗位，进行宣传引导、电话排查、体温检

测，保障居民日常生活和防疫工作。

社区防控是疫情防控的“ 最后一公

里”，面对疫情防控严峻形势，信州区的

社区干部、 工作人员和党员志愿者共同

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 抗疫城墙”，守

护人民群众安全和健康。

街头巷尾小区楼院处处忙碌

“ 这些东西需要送到两个核酸采样

点去。 这个公告要贴出去……”“ 我对这

片熟，我离得近，我去。 ”这些简单质朴的

话语， 成为了社区疫情防控一线工作人

员最常说的话。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街头巷尾、小

区楼院处处是他们忙碌的身影。

“ 各位居民，现在二保人不多，赶快下

来做核酸检测啦，随到随检。 ”在雨中提着

高音喇叭喊话的是信州区东市街道祝家巷

社区党委书记潘春仙。“

11

月

2

日晚

11

点， 接到通知我们社区有居民被新冠病毒

感染，海德文景苑居民楼要封控时，我脑子

里就只有一个字：干、干、干。”潘春仙说。在

社区包干领导的帮助下， 她带领社区工作

者奋战在防控一线， 为群众当起了防控宣

传员、疫情联络员、网格协调员。 从

11

月

2

日到

10

日， 潘春仙每天都在不停地工作，

有两个通宵没上床。 她说：“ 我们的职责是

维护好社区的一片安宁， 管控好处在风险

区域的人，给他们带来心理上的安慰，同时

满足他们物质上的需求。经过我们的努力，

居民渐渐理解并愿意配合我们的各项工

作，这让我们感到欣慰。 ”

北门街道龙牙亭社区的防疫志愿者赵

发娇，从

10

月

31

日开始就连续奋战，积极

配合社区部门共同抗击疫情。 为有效阻断

病毒传播途径， 她每天一大早与志愿者们

拿着消毒设备，对辖区楼道、出入口、公共

场所进行大范围喷洒消毒， 让潜在的病源

传染隐患灭杀在防控之下， 遏制疫情进一

步发展。 为准确掌握社区管辖范围内的外

来人口，她协助社区登记排查和数据统计，

排查铅山返回人员

50

余人次。“ 记着尽量

少出门，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有情况一定第

一时间与社区取得联系……” 这是赵发娇

在登记排查中必须要叮嘱的一句话。

温馨服务排忧解难温暖心田

“ 张阿姨，帮您买的蔬菜、鸡放在门口

了，等下您开门拿一下！ ”“ 燕麦片、菜籽

油、梅花味精、菜、桶装水、奶粉……”“ 居

民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他们往上搬什么。 ”

在祝家巷社区封控居民楼海德文景苑，工

作人员组成的物资保障小分队，把分拣好

的物资拉进小区，全天候周到服务。

在海德文景苑居民楼，有一位

85

岁

的老大爷，因为小区封控，心情紧张导致

便秘的毛病又犯了，可是药却吃完了。家

人将情况反映给社区工作人员， 社区工

作人员第一时间到药店给老人购买了老

人常用的芦荟大豆膳食纤维胶囊。 用了

药以后有效果， 老人却又说小便排不出

来了。 工作人员一直对老人进行心理疏

导， 同时通过疾控中心联系

120

连夜将

老人送去医院处置，然后又送回隔离点。

“ 谢谢，谢谢，你们辛苦了！ ”回到家中，老

人一直向社区工作者表示感谢。

“ 看见穿红马甲的志愿者，心里就暖

烘烘的，战胜疫情也更有了底气。 ”“ 家里

缺什么只要说一声，‘ 红马甲’ 就会给我

们采购，搬运，有他们在我们就安心，他

们就是小区里的‘ 定海神针’。 ”“ 对一些

非必要的生活品，我们就尽量不要买，希

望能减轻点他们的工作量。 ”海德文景苑

居民们一句句发自肺腑的话语， 充满了

对社区工作人员的感激和认可。

“ 是居委会吗？时间长了我站不住，怎

么办啊！ ”东市街道体育馆路社区接到居

民焦急的求助电话，耐心的询问后，了解

到高龄老人徐阿姨是属于需要做核酸检

测的重点人员。 为保证重点人员应检尽

检，社区书记黄嬿经多方联系协调后，联

系护士上门为其做检测。 事后徐阿姨连

声向社区表示感谢。 黄嬿的举动只是东

市街道广大党员的一个缩影， 在疫情防

控期间， 针对居家隔离人员出门不便等

情况，东市街道采取“ 一对一”照料模式，

党员主动请缨加入志愿者队伍， 为居家

隔离人员提供买菜上门、 代扔垃圾等服

务， 同时做好居家隔离人员心理疏导工

作。真正做到为民办实事，让广大群众时

刻听到党的声音、感受党的温暖。


